
特步合資3千萬啟「動漫營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特步國際(1368)昨
日宣布，與功夫動漫(中國)公司合資3,000萬元人民幣
籌備創作及攝製「特步兒童」動畫片項目正式啟動。
特步指，把「動漫營銷」納入「特步兒童」品牌發展
的戰略板塊，以進一步提升「特步兒童」在中國兒童
產業的品牌價值和市場地位。

攝製「特步兒童」動畫片
曾參與創作《貓和老鼠》（Tom and Jerry
Tales）、《小熊維尼》（My Friends Tigger &
Pooh）及《海綿寶寶》（SpongeBob SquarePants）
的美國著名動畫作家Eric Shaw將出任特步兒童動畫
片的總編劇，而韓國動漫創作公司 SAMG團隊亦將
參與動畫片的前期創作。動畫片片長104集，每集約
14分鐘，創作團隊將根據特步的品牌文化打造專屬
卡通形象，並將設計和開發一系列周邊的衍生產品，
打造「特步兒童」的產業鏈和推動其品牌發展。
特步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丁水波表示，希望透過
「動漫營銷」戰略，軟性植入「特步兒童」品牌，加
強「特步兒童」的潛在客戶群(熱愛卡通的3-12歲兒
童) 的喜愛和認同感。他指，動畫片預計將於明年在
中央電視台少年兒童頻道、各省級衛視頻道及動漫頻

道內播放。
特步表示，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顯示，2012年中

國年齡介乎0至14歲的人口已突破2.5億人，可見中
國兒童產業市場潛力無限。集團希望特步兒童動畫片
與兒童用品產業，可在不斷成熟的相互驅動下成長。
集團於2012年正式進軍此細分市場，並提升其「特
步兒童」系列的市場地位及產品組合。截至去年底，
集團在內地擁有約300個零售點出售「特步兒童」產
品，預計在今年底前將在內地的二至四線城市共擁有
約350個「特步兒童」銷售點。

紅沿河核電站
新機組年底併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羅珍 深圳報道）正在進行熱

態功能試驗的中廣核遼寧紅沿河核電站3號機組4月4
日達到熱停堆狀態，各項試驗數據顯示機組運行狀態
正常，安全性與可靠性指標表現優異，預計年底併網
發電。
中廣核紅沿河核電站是中國東北地區首座核電站，

一期工程建設四台單機容量為111.8萬千瓦的壓水堆核
電機組。其中，紅沿河核電站1號機組已於去年6月6
日投入商業運行，在國際核營運者協會（WANO）衡
量核電安全運行狀態的9項關鍵指標中，該機組第一
燃料循環有6項關鍵運行指標達世界先進水平。至於2
號機組預計在今年5月底前完成168小時試運行，正式
投入商業運行，3號機組料年內進入併網調試階段，4
號機組工程正建設中。
紅沿河核電站一期工程四台機組全部建成後，年上網

電量約為300億千瓦時，相當於去年大連市全年社會用
電總量，與同等規模的燃煤電廠相比，每年可減少標煤
消耗963萬噸，減排二氧化碳2,368萬噸，相當於6.7萬
公頃林木吸收量，或相當於大連森林面積增加15%。

■特步目標提升
「特步兒童」的
品牌價值和市場
地位。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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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明曄）內地將於本周四（10
日）公布3月進出口數字。分析師預計，3月外貿將會
低速增長，其中，出口料同比溫和增長4%左右，較早

前2月的大幅回落18.1%，有所回暖。

貿易或順差 不足百億美元
據路透最新公布的調查顯示，中國3月出口料同比溫
和增長4%左右，較早前2月大幅回落18.1%有所回
暖。然而同期進口增幅料回落至2.4%，較2月10.1%增
幅降溫。貿易差額則有望回歸順差，規模較小或不足
100億美元。
調查數字同時顯示，參與分析的21家機構，對於出

口的預測有嚴重分歧，市場預測範圍由同比回落12.3%
到同比增長7.1%。這種分歧亦造成近期人民幣兌美元
即期匯率市場預期分化的原因之一。中信證券研究報
告表示，隨着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的需求都有所恢

復，出口增速將有所反彈。但在進口方面，隨着短期
人民幣貶值壓力的增加、中期匯率雙向浮動預期的強
化，以及季節效應的衰減，未來進口增速將趨於常
態。

人幣匯率預測分歧持續
據路透最新市場調查，預料4月尾時人民幣匯率預測
範圍在6.12元至6.26元，顯示市場對於短期匯率走勢
的看法仍然有分歧。交易人士認為，目前最近的方向
都不是很明確，後期走 勢需要看經濟表現，而3月出
口數據可能是近期重要的觀察點。
瑞銀表示，1月至2月進口10%的同比強勁增長，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補庫存活動和融資相關套利活動推動。然而

在當前內需疲弱、近期人民幣匯率貶值，且波動加大的背
景下，這一勢頭恐怕難以持續。該行估計，3月進口可能
同比出現零增長，瑞銀報告指近幾個月需求低迷使得PMI
指數中的原材料庫存相對於新訂單不斷攀升，客觀上會給
進口帶來下行壓力。

內地上月出口 分析師料增4%
分析師對內地3月外貿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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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輝山乳業（6863）昨
公佈，該公司全資附屬公司遼寧輝山乳業集團上周日
與澳大利亞農牧業出口有限公司（賣方）達成主總量
協議。賣方確保從澳洲、新西蘭及烏拉圭或其他未來
開放給中國購買者的國家供應不少於3萬頭奶牛，預
期分批於明年3月31日前運抵至中國，購買總成本
7,653.1萬美元（約5.94億港元）。

輝山海外購3萬奶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中國龍新能源
（0395）昨公佈，於上周五其非全資附屬公司鴿子數
碼與廣東速度已簽訂一份協議。據此，鴿子數碼獲授
予唯一及獨家權利，以提供Wi-Fi設備安裝服務及於安
裝後之解決方案和軟件營運服務，為廣東速度提供廣
告數碼化服務及與廣東速度共同使用於廣鐵集團在內
地多個省份管理的所有火車站各站站房內的Wi-Fi系
統，首服務期為三年。
據協議，與廣東速度共同使用Wi-Fi系統所需支付
的Wi-Fi系統使用費，乃按照Wi-Fi系統已開始運作的
火車站數目及地點計算。據此，鴿子數碼將預付Wi-Fi
系統使用費總數人民幣4,413.5萬元，實際須繳付的
Wi-Fi系統使用費將先從預付款中扣除。

龍新附屬獲Wi-Fi合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中國城市軌道
（1522）宣佈，北京市基礎設施投資公司擬以現金方
式認購公司合共約2.49億股新股份，認購價為每股
1.25港元，鎖定期為2年。公司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
尋求獨立股東批准認購協議。協議生效後，京投將佔
中城軌總股本37.5%，藉此京投將成為中城軌的第一
大股東，中城軌將躋身國企之列。
據配售計劃，中城軌道科技擬按每股1.25港元，

配售最多約8,389萬股新股份，獲包括中國人壽、
LBN Fund、Asian Opportunities Fund、Pacific Alli-
ance四家基金追捧，並設禁售期1年。是次配售及
認購事項所得款項淨額預期約4.15億元，擬用作收
購北京地鐵八條地鐵線路之民用通信資產及集團一
般營運資金。

中國城軌配股籌4.15億

六福「買股票捐午餐」重慶機電首季訂單錄增長
王玉祥：做精強項 淘汰弱項

王玉祥表示，現時公司訂單多數來
自內地市場，但國際市場的發展空間
很大，世界發展的不平衡性給企業帶
來諸多商機，因此未來會進一步打開
局面，預料國際市場訂單的比例會逐
步增加。他透露，今年首季總體訂單
情況表現不俗，但並非所有業務的訂
單都錄得增長，並稱「部分毛利率較
低的業務，我們情願放棄」，惟未有
透露具體是那一個業務。
根據業績報告披露，去年公司的毛
利率約為11.2%，同比下降約0.4個百
分點。若撇除貿易業務及新增的金融
服務，毛利率約為14.4%，增長約0.2
個百分點。四大主要板塊中，汽車零
部件和通用機械毛利增加和毛利率上
升，佔比增大。而電力設備和數控機
床業務毛利減少，毛利率相對下降。

對核電業務前景樂觀
不過，王玉祥強調，公司會重點發

展水電業務，未來將會「以清潔環保
作為發展方向，以核心技術作為匹
配」，根據市場需求調整產品結構。
他對核電業務前景也持樂觀看法，指

日本核電站事故後，雖然國家對發展
核電更加慎重，但公司的相關業務未
有放緩，投入比原來繼續加大，因為
公司主要做的是「技術儲備」，使技
術能力更加貼近國家要求，使產品更
具競爭力。
對於公司的發展戰略，王玉祥總結

為三大任務，分別是「做精存量，做
強增量和持續創新」。又稱，對於市
場前景好、掌握核心技術的業務，公
司將之定為「發展類」；而介於盈虧
之間、有一定競爭力但不太穩健的，
定為「改革調整類」，今後要進一步
放開並接受市場檢驗，若市場能接受
將提升為「發展類」，否則會被公司
淘汰。

發力追業績 盈利增14%
根據業績公告，重慶機電去年上半

年業績錄得倒退，一度曾發盈警，但
下半年增長強勁，令全年股東應佔利
潤增長14.3%，至5.07億元人民幣，派
末期息每股5分。不少分析指去年6月
接任「掌門人」的王玉祥實施多項改
革措施，是扭轉業績的關鍵因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重慶機電

（2722）董事長王玉祥上周接受訪問時表示，公

司將把「抓訂單」作為最主要的工作內容，通過調整產品結構等

措施渡過去年的危機。今年以來，雖然內地經濟面臨下行壓力，

但公司仍能在激烈競爭的形勢下抓住商機，首季訂單較去年有所

增長。今後將同時開拓內地市場和國際市場，實現「兩條腿走

路」，有信心在兩個市場都能獲得更大收穫。

王玉祥此前在重慶市國資委工作，由
官員轉變為企業家，上任後令重慶機電
下半年業績強勁增長。他談及官、商兩
界的工作體驗時笑稱，在國家機關工作
期間提升宏觀管理能力和判斷能力，對
企業管理有很大的幫助。而在企業工作
的感受是「更沒有退路，要對自己的生
與死負責」。
王玉祥表示，國家機關的特點是「講

規則、講程序」，在企業則要「有拚搏

意識和冒險意識」，該決斷時要敢於決
斷。

要敢於決斷
他回憶稱，接任重慶機電董事長後進

行多項改革，其中「最危險的、我最關
心的，是如何提高公司
的效益，我在這方面投
入的精力最大」。

■記者 涂若奔
(
*

「做企業沒退路」

TCL產遊戲機挑戰Xbox

香港文匯報訊 在內地解除長達14年的遊戲機禁令
後，TCL多媒體（1070）將在內地生產一款遊戲機，
涉足電玩主機市場，但分析則相信TCL由於缺乏吸引

的遊戲，要挑戰微軟和索尼的Xbox和Playstation，有
一定難度。
TCL多媒體上周五公告稱，公司的T2電玩主機將

配備一個操縱桿，與為谷歌android作業系統開發的移
動遊戲配套，這樣玩家可以在任何電視上使用。普華
永道預計，到2015年，中國視頻遊戲產業的年營收將
達到約100億美元。

內地14年禁令解封
內地2000年實施全國性的遊戲機禁令，目的是防止
青少年沉迷其中，政府今年1月解除該禁令。RHB
Research Institute分析師Christopher Tse認為，TCL
不具有遊戲內容基礎來吸引Xbox和Playstation的擁
躉，儘管它確保從Gameloft獲得獨家遊戲，「但我認
為它要想一鳴驚人，需要更吸引人的游戲」。
此外，中興通訊（0763）上月宣布和線上遊戲開發

商The9 Ltd.成立合資企業，生產電玩主機Fun Box。

收購三洋液晶電視廠
另一方面，據《日本經濟新聞》消息，TCL多媒體
還已和松下（Panasonic）旗下三洋電機（Sanyo）簽
署協議。TCL多媒體將以1,522萬美元（1.18億港
元）收購其位於墨西哥Baja California的液晶電視工
廠SMSA（Sanyo Manufacturing, SA de CV）90%的
股權及工廠設備。
其中，SMSA的資產收購價為1,327萬美元，而三
洋電機另外獲得 TCL 多媒體總價值 195 萬美元
（1,512萬港元）股權，交易將於4月底完成。根據
協議，從今年4月到2018年3月，三洋會將聯屬公司
的相應訂單轉給TCL多媒體代工，以保證該廠盈利
狀態。
三洋電機一直為美國沃爾瑪公司生產三洋品牌電視

機，每年提供300萬台。出售給TCL後，該廠仍會繼
續接受沃爾瑪的電視委託生產。

■分析師認為，TCL想一鳴驚人，需要更多吸引人的
遊戲。 資料圖片

■分析師預計，內地3月出口料增長4%，較早前2月
的大幅回落18.1%有所回暖。 資料圖片

很多人常指內地缺乏慈善事業，但只要有合適對
象，內地為善其實不甘後人。內地傳媒界有一個自發
的慈善活動，名為「免費午餐」，旨在向內地山區貧
困學童派送免費午餐，最近連本港機構也被吸引並加
入有關行列，為由港交所(0388)獨立董事許照中任主席
兼行政總裁的六福金融。

1交易捐1元山區貧童
六福金融發起的「買股票、捐午餐」善舉，按客戶

每宗網上交易捐1元，支持「免費午餐基金」。六福
網絡金融執行總監李鎮豪早前更親赴廣州，與免費午
餐慈善基金發起人鄧飛簽訂合作協議。

加入「免費午餐基金」
這個「免費午餐基金」，是由內地逾500名記者、

數十家媒體，聯合中國社會福利基金發起，由2011年
4月至今，已籌集逾6,800萬元人民幣，為超過300間
山區學校的學童，提供熱騰騰的午餐。

六福金融成為香港第一家參與的機構，據悉，六福
金融曾派專人北上，詳細了解有關基金的運作，肯定
其達到的成果，故決定加入成為合作伙伴。今後連買
股票都可順便做善事，不單為慈善事業引入新模式，
也有助促進兩地的慈善發展。 ■記者 周紹基

■重慶機電董事長王玉祥表示，公司未來會進一步打開國際市場訂單比例。
記者張偉民 攝

本報訪問

■六福網絡金融執行總監李鎮豪（右）赴廣州，與
「免費午餐」慈善基金發起人鄧飛簽訂合作協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楚茵）去年八月獲歐萊雅
（L'ORÉ AL）以巨資收購的美即控股（1633）昨公
佈，收購建議已於上周五獲大法院批准，預期將於本
月7日生效。聯交所已批准股份撤銷上市地位，於本
周三下午四時正起生效。

美即周三最後交易日


